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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鐙烜獎」燈具設計競賽甄選辦法  

Taiwan Light Design Award (TLDA)  

壹、 活動緣起 

為加速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協助台灣傳照明產業轉型，行政院推行「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及推

動計畫」，期許透過注入設計美學、文化意象等維新元素，以提升台灣照明產業之價值。「鐙烜獎」

燈具設計競賽自 2015年首辦迄今已順利完成五屆，獲獎作品充分落實創意美學元素，經由相關單

位積極投入規劃與籌辦，本獎項儼然已成為台灣照明燈具設計首屈一指之競賽指標，亦有諸多學

子投入照明產業大展才華，並將新一代創新設計思維導入傳統燈具燈飾產業，強烈的衝擊亦激發

出無限潛力與未來希望。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積極承擔業界領頭羊之責任與期許，扮

演產業界資源與學術界人才之媒合橋樑，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甫自 2020年開始承接此競賽，將「燈

具設計」定調為培育新一代設計人才進入照明業之核心軟實力，引進外觀美學與概念技術以構成

理性與感性之完美融合，並將「光品質」作為活動設計主軸，希冀藉此強化台灣照明產業競爭力

及提升國際能見度。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TLFEA）、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ITRI）。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TDRI）。 

 

 

參、 競賽主題與評審標準 

一、 作品類別： 

LED室內場域燈具設計（註 1） 

舉凡商業空間、居家空間、公共空間所需燈具（如吊燈、立燈、軌道燈、崁燈、吸頂燈、桌

燈、壁燈、埋地燈、燈家具、緊急逃生燈…等）皆可。 

  註 1：燈具設計須採用各類 LED光源(亦包含 OLED、Mini LED、Micro LED…等)，而傳統光源(如     

蠟燭、白熾燈、省電燈泡、螢光燈管…等)不在本次競賽評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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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鐙烜獎」燈具設計競賽甄選辦法  

Taiwan Light Design Award (TLDA)  

 

二、 評分標準： 

 

（1） 概念引進 15%：產品結合新穎概念，說明設計目標全貌。 

（2） 技術組成 25%：產品組成技術完整且具可商品化潛力，說明相關製作工法與技術特點。 

（3） 使用者體驗 25%：明確定義 TA，說明友善使用者之相關效益。 

（4） 外觀設計 35%：產品設計主題明確，兼具新穎性與環保訴求為佳。 

 

肆、 甄選辦法： 

一、 參賽資格： 

限定國內外大專院校以上在校學生及應屆畢業生免費報名參加（為鼓勵在校年輕學子，參賽

者無論個人或團體報名，均須為西元 1990年 1月 1日後出生） 

註 1：團體參賽不限人數，無論個人或團體參賽，均不限參賽作品之件數。 

註 2：團體參賽隊伍，主辦單位以「代表人」為聯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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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鐙烜獎」燈具設計競賽甄選辦法  

Taiwan Light Design Award (TLDA)  

二、 競賽時程 

 程序 時程 內容說明 

1 參賽報名與作品送件 2020/04/01~07/15 於報名系統註冊後，競賽作品資料寄至電郵 

報名系統註冊

(https://forms.gle/ydbmbphUeWXpLxoaA) 

報名資料下載(https://lighting.org.tw/TLDA) 

報名資料提交(tlda@lighting.org.tw) 

2 初選與入圍名單公告 2020/07(下旬) 第一階段評選 12名入圍者 

3 第二階段評選(決選) 2020/08(下旬) 入圍者攜帶作品模型並準備 5分鐘簡報(PPT)

資料說明 

註:攜帶作品者可獲得 5000 元模型製作補助費 

4 獲獎名單公告 2020/09(中旬) 於照明公會鐙烜獎活動專頁公告獲獎名單 

5 頒獎典禮暨獲獎作品

展覽 

2020/10/14-16 2020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開幕典禮頒獎。 

三、 報名資料及競賽作品繳交 

寄件流程 

1. 請連結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ydbmbphUeWXpLxoaA，填寫報名資料 

2. 報名資料請詳見照明公會網站（https://lighting.org.tw/TLDA），並自行下載附件 1（參賽

報名和作品資料表），填妥資料再上傳至照明公會信箱 tlda@lighting.org.tw， (非使用鐙

烜獎報名專用報名表格式，恕不受理）。 

報 

名 

資 

料 

1.身分證明文件 身分證(外籍人士提供護照) jpg.掃瞄檔案（團體請提

供代表人檔案） 

2.智慧財產權聲明書（附件 1-1） 簽名後，回覆 jpg.掃瞄檔案 

(註：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

書。) 

3.個資同意書（附件 1-2） 簽名後，回覆 jpg.掃瞄檔案 

(註：為維護作者權益，團體參賽者請全體作者共同

簽署，方完成此同意書) 

4.參賽報名表（附件 1-3） 請以 word 檔回覆（切勿轉成 jpg或 pdf檔） 

https://forms.gle/ydbmbphUeWXpLxoaA
https://lighting.org.tw/TLDA
file://192.168.0.220/tlfeanas共用/Celina盈榮/鐙烜獎/2020/tlda@lighting.org.tw
https://forms.gle/ydbmbphUeWXpLxoaA
https://lighting.org.tw/TLDA
file://192.168.0.220/tlfeanas共用/Celina盈榮/鐙烜獎/2020/tlda@light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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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鐙烜獎」燈具設計競賽甄選辦法  

Taiwan Light Design Award (TLDA)  

伍、 相關人權益 

 10萬(特別獎) 5萬(優勝) 2萬(佳作) (入圍) 

特別獎獎座及證書/ 10 萬獎金 /  
照明公會付費課程 (任選 3門) 

 
   

優勝獎座及證書 / 5萬獎金 /  
照明公會付費課程(任選 2門)  

 
  

佳作獎座及證書 / 2萬獎金 /  
照明公會付費課程(任選 1門)   

 
 

5000 元作品模型製作費 
   

 

頒獎典禮     

照明雜誌報導(1次)   
  

照明線上雜誌報導    
 

照明展產品展覽     

照明展 DM發放宣傳(2020 年照明展)     

照明公會官網線上展覽     

設計大師工作營     

企業專案合作/實習機會 主辦單位協助媒合與洽談 

(註)入圍者需於第二階段簡報時攜帶作品模型即可獲得 5000元補助費  

競 

賽 

作 

品 

資 

料 

1.作品資料表（附件 1-4） 請以 word 檔回覆（切勿轉成 jpg或 pdf檔） 

2.作品圖檔 
作品原始檔：請提供解析度 300dpi，1MB 以上的 

jpg/png圖檔 

A. 彩色情境圖(具體展現作品功能/應用情境) 

B. 彩色立體圖(外觀圖/透視圖/爆炸圖，具體呈現

作品外觀設計) 

C. 彩色三視圖(標示尺寸/機構說明，表達作品比

例與結構) 

備 

註 

1.收件至台灣時間 2020年 7月 15日晚上 12 點止，逾時恕不受理；敬請確認資料繳

交齊全，收件後不接受補交資料。 

2.作品資料表與任何圖稿不得出現參賽者之姓名、單位、任何可能影響評審公平性

之文字、符號或記號。 

3.作品情境示意圖，請參賽者自行確認合法使用。 

4.主辦單位將於 2020年 7月 22日前發送「投稿成功」的 e-mail，若您沒有收到通

知，請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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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鐙烜獎」燈具設計競賽甄選辦法  

Taiwan Light Design Award (TLDA)  

一、 獲獎作品於「2020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頒獎。 

二、 安排獲獎作品與廠商接觸媒合之活動。 

三、 特別獎，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 10萬元；優勝，每名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 5萬元；佳作，

每名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 2萬元。（註 3） 

註 3：根據中華民國稅法，獎金超過 20,001元，國人需扣繳 10％、外籍人士需扣繳 20％稅

金，於頒發獎金時即予扣繳。 

 

陸、 注意事項 

一、 收件後，不再接受任何補充說明資料。 

二、 作品圖稿不得標註參賽者姓名或特殊記號，若有違反之情節，主辦單位得決定是否予以參賽

之權利。 

三、 參加競賽作品應為原創設計，不得為已在市場流通之既有商品。 

四、 參賽人保有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但入選作品得由主辦單位共同擁有為推廣活動及為教育

目的重製、下載及公開展示之權利，作者同意將入選作品之智慧財產權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

做非商業用途之實施。 

五、 參選作品不得有抄襲仿冒情事，不得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

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參賽人應自行解決與他人間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

擔相關法律責任。 

六、 每件獲獎作品僅頒發獎座一個，團體參賽者，頒給代表人，若其他成員要製作獎座，需自行

付費。 

七、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柒、 活動說明/參考網址 

鐙烜獎專頁：https://lighting.org.tw/TLDA     

      TLDA.info                         

捌、 聯絡窗口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 

黃盈榮主任 celina@lighting.org.tw，電話：02-2999-7739*13  

林姿妤專員 jamie@lighting.org.tw，電話：02-2999-7739*15 

https://lighting.org.tw/TLDA


附件 1-1 

 

2020 年鐙烜獎  【智慧財產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一、本人謹此聲明提交 2020年鐙烜獎之參賽作品，保證係由本人所原創設計，

並從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過，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並有權為

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 

二、作者同意於競賽入選後，將該入選作品授權 2020年鐙烜獎之主辦單位作下

述非營利性質之利用： 

1. 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 公開展示、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列印、瀏覽等用。 

3. 配合行銷宣傳將本件作品納入資料庫或其它通路提供服務。 

4. 為符合主辦單位推廣業務需求，得將本件作品進行格式之修改變更。 

5. 將本件作品以多種形式出版，進行任何形式的一切使用開發，以廣為宣

傳，拓展活動知名度，而不受作者的任何干涉或限制。 

6. 本人承諾授權主辦單位，得以原件或依需要局部調整更改，以正當方式

使用該作品，不須另行通知，也毋須另行給酬。 

7. 主辦單位具有製作成品或公開展覽所有入選作品之一切權利。 

三、該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由全體作者簽署。若由其中一位作者代表

簽署時，該簽署之著作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

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此致 

主辦單位：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立同意書人                                              （請簽名）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手機： 

通訊地址： 

            年         月         日



附件 1-2 

 

2020 年鐙烜獎【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感謝您參與由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以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的 2020年鐙烜獎(以

下簡稱本活動)，謹致謝忱！主辦單位於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前，謹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請撥冗審閱：  

壹、告知事項 

主辦單位因操作及執行本活動而蒐集、處理或利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您的權

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貳、蒐集目的 

主辦單位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僅為操作及執行本活動之目的下所需，於本活動以外之目的則主

辦單位會依法令取得您個人書面同意後方得為之。即主辦單位利用前述相關資料於本活動以

外之目的前，會先經您的書面同意後才進行上述行銷活動之運用。若您需要更進一步了解您

的個人資料之處理或利用的詳細情形，歡迎您與主辦單位聯繫。 

參、個人資料類別 

(一)辨識個人者：如姓名、相片、行動電話、通訊地址、電子郵件地址等 

(二)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身分證字號等 

(三)個人描述：如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肆、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二)地區: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主辦單位僅於中華民國境內使用您的個

人資料 

(三)對象:主辦單位及與主辦單位有業務往來之公務與非公務機關、委託配合本活動之廠商 

(四)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

式利用之。 

 

伍、您就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得以書面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將依主辦單位規定處理之。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依法您應提出適當的證據加以解釋及說明。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 

陸、注意事項  

主辦單位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將會依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

予以妥善保管，若您於本活動進行中不同意本聯盟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提

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導致您於參與本活動之權益受損時，尚祈見諒。  

 

立同意書人 簽名（您的簽名表示您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本告知暨同意書之所有事項）：  

 

 

註：為維護作者權益，團體參賽者請全體作者共同簽署，方完成此同意書 

 

           年       月      日



附件 1-3                                                                                               

2020 年鐙烜獎【參賽報名表】 

一、參賽基本資料 

作品名稱  

請勾選   □個人參賽    □團體參賽 

 

二、參賽者基本資料（團體參賽者，請填寫代表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學校/單位名稱  

指導老師/專家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三、團員基本資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男  □女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男  □女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男  □女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男  □女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男  □女  

註：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附件 1-4                                                                                        

 

2020 年鐙烜獎  【作品資料表】 

作品名稱  

作品簡介 

<以 500字為限> 

 

 

 

設計特點 

 

 

 

 

 

 

 

 

 

 

 

 

使用 LED模組產品 

或元件之編號 
 

備註： 

1、每一份作品填寫一份資料表。 

2、說明請以中文文字為主，亦可以其他語文文字輔助表達，但不允許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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